
相关链接：绿 地 集 团 是 世 界
500 强企业和上海市国有控股特大
型企业集团。去年9月，市政府与绿
地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
据协议，绿地集团在梓山湖投资建
设梓湾国际康养度假区，并引入金
融总部、足球训练基地、生态康养基

地、高端度假酒店等产业，建设集
“吃、住、娱、疗、购、夜”于一体的特
色小镇。该项目春节后已开工，规
划做活水文章，融合咸宁历史文化，
汇聚8大产业，打造具有江南风情的
水镇，建设旅游康养休闲基地，各项
建设正在有序推进。

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报道：3月
14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丁小强出席绿地集团梓山湖项目产业
发展方案汇报交流会，并与绿地控股
华中区域管理总部总经理、武汉事业部
总经理李煜一行，就项目建设进行具体
洽谈。

交流会上，丁小强听取了绿地集团
梓山湖项目的总体策划、产业布局和项
目推进等情况。他指出，该项目在地产
的基础上，融入了大旅游、大健康、大文
化元素，体现了集团创新的思路和发展
的眼光，也充分契合了咸宁绿色崛起的

战略思想。市委、市政府将全力支持该
项目，共同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希望集
团配合我市相关部门，在项目建设过程
中整合政策、资金等资源，把项目打造
成绿色环保、低碳节能的典范。各部门
要以服务该项目建设为契机，进一步开
阔眼界，学习先进经验，创新思路，创新
工作方式，继续深化“三抓一优”，以“马
真精神”推进各个项目在我市落实、落
地、见效。

李煜说，咸宁绿色资源丰富，区位
优势明显，绿地集团对咸宁的投资和发
展充满信心。他们将尽快做好旅游、康

养各项配套设施，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力争将项目建设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
健康休闲、旅游度假目的地。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张方胜，副

市长吴刚，中国多肽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局主席陈栋梁，绿地城建集团
党委副书记、副总裁陈洪利，出席汇报
交流会。

绿地集团携手咸宁

共商合作发展 共谋绿色崛起

苹
果
手
机
扫
码

安
卓
手
机
扫
码

中共咸宁市委机关报

www.xnnews.com.cn

2018年3月16日
戊戌年正月廿九

国内统一刊号：CN42—0039

代号：37—25

星期五
第11749期 （今日8版）

XIANNING DAILY

地址：湖北省咸宁市银泉大道198号咸宁传媒大厦 邮编：437100 新闻热线：18907249111 电子信箱：xnrbxwb＠163.com 值班总编：杜先龙 责任编辑：邓昌炉

本报讯 记者陈新、通讯员
曾晓艳报道：12日，通山县回乡
工业园公租房市政工程资格预审
公告，通过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市县一体化电子交易平台正式发
布，标志着全市公共资源交易跨
入全流程电子交易时代，真正实
现“网下无交易、网上全公开”。

据悉，推行一体化电子交
易，使招投标实现了由分散、隐
蔽、无序向集中、公开、规范的转
变，使得评委、招标人、代理机构
等人员对招标结果人为因素影
响大大降低。全程电子操作，彰
显绿色交易，节约因制作标书等

而浪费的大量纸张和人工成本。
2016年，市电子交易平台

开始升级改造。目前，全市6个
区县电子交易平台子系统实现
了全程无纸化、电子化、专业化
和个性化服务，已执行450余宗
电子交易项目，项目投标次数共
计4800余人次，交易平台服务
投标企业供应商6400余家、服
务招标代理机构110余家，项目
交易中标总额约9亿元，年可节
约招投标直接成本 250 余万
元。去年，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
管理局被评为“湖北省电子招标
投标创新示范单位”。

网下无交易 网上全公开

我市公共资源全程电子交易

宣传上街头
维权在身边
昨日，温泉中商百货广场，我市围

绕“品质消费·美好生活”主题，开展“3·
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咨询活动，
70 多家单位和企业参加活动。现场，
不少市民驻足在展位前了解辨别假盐、
假烟及判定不合格产品等知识，工作人
员通过发放宣传单等形式，提升市民的
消费维权意识。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摄

（相关报道见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
15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号
召，人民政协各级组织、各参加单位和
广大政协委员，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同心同德、扎实工作，为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
政协主席汪洋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
张庆黎、刘奇葆、帕巴拉·格列朗杰、董
建华、万钢、何厚铧、卢展工、王正伟、马
飚、陈晓光、梁振英、夏宝龙、杨传堂、李
斌、巴特尔、汪永清、何立峰、苏辉、郑建
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邵鸿、高云龙
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
张高丽、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
等在主席台就座。

上午9时30分，闭幕会开始。汪
洋宣布，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应出席委员2158人，实到2142
人，符合规定人数。

会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的决议、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政协第十三届全
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
关于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
况的报告、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政治决议。

汪洋在讲话中说，政协第十三届全
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是在全国各族人
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十九大精神，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时刻
召开的。在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下，在各
有关方面大力支持下，经过全体委员共
同努力，圆满完成各项议程。

汪洋指出，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
和国家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开幕会和闭幕
会，深入到界别小组同委员共商国是。
广大委员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深入讨
论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讨论宪法
修正案草案和监察法草案，以及国务院
机构改革方案，认真审议全国政协常委
会工作报告、政协章程修正案草案等文

件，履职建言成果丰硕。这是一次民主、
团结、求实、奋进的大会，充分彰显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生机活力。

汪洋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
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
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
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
党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个
庄严的名称，清楚地界定了它的性质和
作用，必须准确地把握这个名称、这项
制度赋予我们的使命。人民政协是政
治组织，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人民政
协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必须以人民
为中心履职尽责。人民政协是专门协
商机构，必须求真务实提高协商能力水
平。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已经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修正案。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
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中国共产党和全
国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人民政协要
坚持一切活动以宪法为根本准则，在宪
法和法律范围内履行职责、开展工作，
切实增强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
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

汪洋说，新时代呼唤新作为，人民

政协要以共同目标寻求最大公约数，以
大团结大联合画出最大同心圆，以协商
民主凝聚强大正能量，以改革创新激发
工作新活力，努力把不同党派、不同民
族、不同阶层、不同信仰的海内外中华
儿女凝聚起来，形成致力于实现祖国统
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广
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出席闭幕会的领导同志还有：丁薛
祥、马凯、王晨、刘鹤、刘延东、许其亮、
孙春兰、李希、李强、李建国、李鸿忠、李
源潮、杨洁篪、杨晓渡、张又侠、陈希、陈
全国、陈敏尔、范长龙、胡春华、郭声琨、
黄坤明、蔡奇、尤权、王胜俊、陈昌智、严
隽琪、沈跃跃、吉炳轩、张平、向巴平措、
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张宝文、陈
竺、常万全、王勇、周强、曹建明、张春
贤、杜青林、韩启德、林文漪、罗富和、李
海峰、陈元、周小川、王家瑞、齐续春、马
培华、刘晓峰、王钦敏等。

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
列席闭幕会。各国驻华使节应邀旁听
闭幕会。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闭幕会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与出席会议的全体政协委员合影留
念。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闭幕
习近平等出席会议 汪洋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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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槐树移栽后的追问
（详见第四版）

以花为媒 相约春天
（详见第八版）

本报讯 记者吴钰报道:昨
日，市政协主席曾国平来到通山
县九宫山镇参加2018年第三期
党代表联系日活动。

曾国平实地调研程许村师
姑台香榧基地、畈中村金牡丹基
地和洪茂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
社等产业扶贫项目，现场帮助企
业解决问题。

程许村昀泽生态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致力于香榧种植和生
态旅游业开展，采取“公司——
基地——农户”运作模式，直接
带动就业100余人，间接就业
500 余人，带动了 10 户贫困
户。湖北金牡丹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采用“公司——合作社——
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发
展林产业助力精准扶贫。通山
洪茂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主

要从事鲈鱼、南美白对虾、罗氏
沼虾等水产养殖、加工、销售，已
带动精准扶贫户23户。

曾国平还实地查看九宫山
自来水工程项目进展情况。该
项目于2017年3月经省发改委
立项批复。项目分两期建设，一
期计划投资800余万元，建成后
可彻底解决该镇镇区及周边村
庄近2万人吃水难问题。项目
预计今年7月动工。

曾国平强调，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要结合幕阜山绿色产
业带建设，争取申报上级项目，
鼓励能人回乡，发展产业带动精
准扶贫；要结合乡村振兴战略，
利用本地自然资源发展种养殖、
乡村旅游项目；要从金融和水、
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加大
扶贫支持力度，回应群众诉求。

曾国平赴通山开展党代表联系日活动

发展产业带动精准扶贫

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特约记者汪佳、汪
淑琴报道：昨日，全省精准灭荒工程现场推进
会在崇阳县召开。省政府副秘书长吕江文出
席会议，省林业厅厅长刘新池主持会议。市
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丁小强代表我市
在大会上作交流发言。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推
进精准灭荒工程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持问
题导向，科学有序推进精准灭荒工程。要突
出造林质量，推进科学化造林；突出机制创
新，推进多元化造林；突出乡村振兴，推进高
效化造林；突出栽后管护，推进一体化造林；
突出见缝插绿，推进全域化造林。要加强组
织领导，凝聚推进精准灭荒的强大合力，加大
投入力度，强化作风保障，加强检查督办，推
动精准灭荒工作落到实处。

会议强调，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科学有序推进精准灭荒工作。强化领导抓落
实，各级党委、政府领导要知情况、出主意、压
责任、破难题；创新机制抓落实，探索政府发
包、工程造林，林地流转、公司造林，部门包
保、义务造林，依托林场、专业造林等模式，解
决谁来造林的问题；提高质量抓落实，通过把
好种苗关、栽植关、抚育关、防火关，解决怎样
科学灭荒的问题；压实责任抓落实，做到任务
到人、责任上肩，确保灭荒任务平衡有序快速
推进。

丁小强说，全省精准灭荒工程现场推进
会在崇阳召开，充分表明省委、省政府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建设美丽湖北的坚定与
自觉，也是对咸宁工作的鼓励和鞭策。咸宁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精准灭荒工作，将其纳
入全市“迈进新时代，实现开门红”5项活动
予以重点推进；大力实施“双五”工程和“双
高”工程，要求五年内全市森林覆盖率、城市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各提高5%，全市高速公路
可视范围建成高标准绿色通道，确保绿化全
覆盖。咸宁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以真抓实干、马上就办的“马真”精神，认
真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坚决完成三年灭
荒45万亩的目标任务，加快建设中国中部绿
心和国际生态城市，为建设美丽湖北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会上，咸宁市、崇阳县、大冶市、大悟县、
浠水县、郧阳区作典型交流发言。与会人员
参观了崇阳县白霓镇纸棚村山桐子基地、后
溪村喜树基地、白霓村炮台山紫薇基地等精
准灭荒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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